培僑中學
學校報告
（2010/2011）

我們的學校
一、學校願景/定位：
發揮「以人為本，發展創新」的精神，建設以「培養青年領袖人才」為特色的
學校。
二、教育目標：
通過完整而有系統的教育，造就一個與時並進，不斷進步的學習社群，學生擁
有領袖的素質與才幹，並具備持續向上發展的能力。
我們承諾學生入學以後，獲得學校提供的優質教育，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均衡、
全面地發展。我們期待每位學生，都能：樹立美德，自省自強；崇尚智識，發
憤向上；強健體魄，適時抗逆；愛護群體，合作有為；及追求美善，優化氣質。
因此，我們將著重通才及高質素教育，擴展學生知識領域，使學生掌握良好的
中、英文聽、講、讀、寫、運算及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我們將致力營造一個
愉快學習的文化環境，誘發學習動機，培養求知慾，發展多元智能，培養自律、
自治、自學、獨立思考、判斷、創新及領導能力，使學生成為遵法守紀，熱心
公益﹑關心社會、熱愛祖國的良好公民，並具備可持續發展的領袖素養，毋論
升學或就業，最終能以貢獻社會、服務人群為己任。
三、教育原則：
以人為本，發展創新。
教工方面：完善工作分配，重視團體協作；尊重專業自主，倡導關懷互助。
學生方面：將時間還給學生，將方法教授學生；以評估改良學習，以獎勵推動
上進。

四、校舍設施
本校有標準課室 24 間，另有各類特別室如校史室、 圖書館 、 電視台 、 多媒體語
言學習室 、 電腦室 、 通識教育電腦資源中心 及 中文 、 英文 、 數學 、 通識教育 、
普通話 、 物理 、 化學 、 地理 、 生物 、 自然科學 、 音樂 、 視覺藝術等科之實驗／
專用室。課室均設多媒體教學系統及空調設備。 更有超大型的禮堂、室內外運
動場、網球場、戶外攀石牆 、 暖水泳池、大型膳堂及一百二十宿位的學生宿舍
等。

五、學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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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為本校最高權力組織，制定學校發展的方向，辦學團體委派行政總監及
時支援和督促學校辦學方針和目標的落實。學校由校長為首的校長室成員負責
管理、行政和運作。下設部門行政及各科組長，推動及執行校務及教務工作。

六、學校上課日數（中一至中三）
2008 至 2009 年度

2009 至 2010 年度

2010 至 2011 年度

184 天

186 天

183 天

2008 至 2009 年度

2009 至 2010 年度

2010 至 2011 年度

7天

6天

8天

七、學校活動日數

八、八個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中一至中三）
(中一至中二)
學習領域

2008 至 2009 年度

2009 至 2010 年度

2010 至 2011 年度

中文教育

21％

21％

21％

英文教育

19％

19％

19％

數學教育

15％

15％

15％

個人、社會、人文教育

21％

21％

21％

科學教育

8％

8％

8％

科技教育

4％

4％

4％

藝術教育

8％

8％

8％

體育教育

4％

4％

4％

學習領域

2008 至 2009 年度

2009 至 2010 年度

2010 至 2011 年度

中文教育

15％

15％

15％

英文教育

19％

19％

19％

數學教育

14％

14％

14％

個人、社會、人文教育

19％

19％

19％

科學教育

19％

19％

19％

科技教育

4％

4％

4％

藝術教育

6％

6％

6％

體育教育

4％

4％

4％

(中三)

2

我們的教職員
一、教師資料
教師最高學歷：

認可教育文憑
﹝非學位﹞

學士

碩士

博士

佔全校教師人數

3

36

23

1

百分比

5%

57%

37%

2%

補充資料：

外籍教師：

佔全校教師人數

1

0

57

百分比

2%

0

92%

年資：

0 至 4 年：

5 至 9 年：

10 年以上：

佔全校教師人數

11

11

41

百分比

17%

17%

65%

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 已接受師資訓練：

二、校長專業發展時數
項目

08/09

09/10

10/11

有系統學習（海外學習考察/會議/研討會、本地研討會/
工作坊/會議/課程、高級學術進修課程）

107

33

實踐學習 （校本計劃、著作）

26

600

27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156

197

155

70

我們的學生
一、學生人數
2008 至 2009 年度

2009 至 2010 年度

2010 至 2011 年度

943

922

928

全校人數

二、班級組織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班數

4

4

4

4

4

2

2

三、學生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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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2008 至 2009 年度

2009 至 2010 年度

2010 至 2011 年度

中一至中三

99.1％

97.8％

97.9％

中四至中五

98.8％

97.5％

97.2％

中六至中七

97.3％

96.2％

96.5％

2008 至 2009 年度

2009 至 2010 年度

2010 至 2011 年度

聯招學位

33.33%

18.03％

27.40％

聯招副學士/文憑

20.37%

29.51％

8.15％

非聯招學位

5.55％

3.28％

0％

非聯招副學士/文憑

29.63％

29.51％

30.6％

外國升學

7.42％

4.92％

25.8％

國內升學

0％

0％

1.61％

重讀中七

1.85％

0％

0％

就業

0％

3.28％

4.83％

自修

1.85％

11.47％

1.61％

2008 至 2009 年度

2009 至 2010 年度

2010 至 2011 年度

合格率

82.9%

84.6％

75.3%

最好成績

1A2B1C

1A1B2C

2A1B3C

四、離校學生出路（中七畢業生）

五、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六、學校增值表現
學校由 2000 年至 2010 年連續十二年中學會考最主要三科增值均為 9 級，表現卓
越，穩定性強。最佳六科亦連續九年獲 9 級增值。

學生參與校際活動的情況
第 62 屆校際中文朗誦節
中一、二年級男女 詩文 集誦 (粵語)
冠軍 1D
冠軍 2B
冠軍 2D
季軍 1C
中三、四年級男女 散文 集誦 (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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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3A
冠軍 3D
季軍 3C
中三、四年級男女 詩文 集誦 (粵語)
冠軍 4C
亞軍 4B
亞軍 4D
季軍 4A
中五至七年級男女 詩文 集誦（粵語）
優異獎 5A
中一、二年級女子 詩詞 獨誦 (普通話)優異獎：
1A 陳星蓉 蔡雅文 崔杰枝
1B 陳靜思 洪夢穎 林青瀾 利思琪 吳穎汶 楊心怡
2B 馮栩若 盧旻琦 顏曉怡 蕭佩汶
中一、二年級女子 詩詞 獨誦（粵語）優異獎 2C 梁曉靜
中三年級女子 詩詞 獨誦（粵語）亞軍 3A 鍾尚真
中三年級女子 詩詞 獨誦（粵語）優異獎 3A 李皓晴 譚凱欣 黃琬喬 葉珊珊
中三年級男子 散文 獨誦 （粵語）優異獎 3D 莊松年 岑凱峰
中四年級女子 詩詞 獨誦 （普通話）優異獎 4D 黎惠玲
中四年級男子 詩詞 獨誦 （粵語）季軍 4D 石玉芹
中三、四年級女子 詩詞 獨誦（普通話）優異獎 4A 張夢莎 王 珊
中五年級女子 詩詞 獨誦 （粵語）優異獎 5A 賴柏穎 5B 簡莎妮 5C 何瑞芬
5C 梁文雅
中五年級男子 散文 獨誦 （粵語）冠軍 5A 伍子橋
中五至七年級女子 詩詞 獨誦 （普通話）冠軍 6A 李莎莎
中五至七年級女子 詩詞 獨誦 （普通話）季軍 6B 陳舒祺
中五至七年級女子 詩詞 獨誦 （普通話）優異獎：
5A 蔡秋瑩 5A 周雅萍 5A 黎淑君 5A 吳雅思 5A 宋夏然 5A 伍韻琳 5C 孔 晨
5C 李哲一 5C 上官雨朦 5C 黃梓慧 5C 姚芷因 6A 何晴虹 6A 劉佩欣 6B 李佳暉
中五至七年級女子 散文 獨誦 （普通話）優異獎 6A 王安琪
中五至七年級男子 詩詞 獨誦 （普通話）優異獎 5A 王宇昊
中五至七年級 女子 宗教作品（道教詩文）朗誦 （粵語）優異獎 5A 梁逸然
中五至七年級 二人朗誦亞軍 6A 李浩民 6A 戴 樂
中五至七年級 二人朗誦優異獎 5B 簡莎妮 5B 譚佩瑩
中六七級女子 詩詞 獨誦（粵語）季軍 6A 劉佩欣
中六七級男子 散文 獨誦 （粵語）優異獎 6A 李浩民

第62 屆校際英文朗誦節
英文集誦比賽季軍 (1 隊31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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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朱婉姍 侯嘉豪 簡鍴 林青瀾 利思琪 邵暐樂 施雯雯 黃浚煒
1C 張欣諾 趙家駿 朱家瑩 馮禧然 洪柏健 李上呈 李思明 梁譽正 唐朗天
唐英睿 謝君豪 董容容
1D 陳曉琳 張萱娸 鍾 聞 郭俊言 郭彥沂 梁本暉 梁倩茵 吳婉瑜 潘朗軒
黃智暘 黃仁奕
英文集誦比賽優異獎 (1 隊33 人) ：
2A 陳子恩 張穎茵 許錫霖 林卓侖 林鈺清 李珞寧 杜思慧 余咏霖
2B 陳叡頤 馮栩若 鄺樂瑤 伍令筠 董軒廷 黃宏樂 姚浩田
2C 陳思穎 張倩雯 周泳茵 林熙卓 梁曉靜 施與琳 謝凱琳 王俊軒 翁子軒
2D 鄭文傑 林嘉豪 林明達 劉家莉 梁允祈 李思齊 譚詠珊 王庭軒 王韻儀
英語話劇比賽冠軍 (B 隊 8 人) ：
4A 陳信宇 4A 陳綺琪 4A 鄭國偉 4A 林卓然 4C 梁 軒 4C 黃敏慈 4D 蔡 溢
3B 鍾嘉晴
英語話劇比賽亞軍 ( A 隊 10 人) ：
4A 鍾樂天 4A 林方濤 4A 李楚穎 4A 李維森 4A 吳嘉怡 4A 王 珊 4A 王小文
4A 王芷君 4A 黃蔚琳 3B 吳梓軒
二人英語對話比賽優異獎：
5C 黃朗然 5C 楊曉恩
5B 簡莎妮 5B 譚佩瑩
5B 王梓瀠 5C 宋靖宜
5C 陳雅雯 5C 葉雅方
英文獨誦比賽季軍：
5B 簡莎妮 5B 王梓瀠 4C 梁 軒
個人演講比賽季軍 4A 王芷君
個人演講比賽優異獎：
1A 葉彥宏 1A 劉雅妍 1A 蔡雅文 1B 王寶鈴 1C 朱家瑩 1C 張雯婷
1D 尹浩然 1D 韋 建 1D 潘朗軒 2A 李珞寧 2A 林鈺清 2A 陳蓉娜
2A 翟彥婷 2A 賴凱欣 2B 伍令筠 2B 陳叡頤 2B 蔡偉君 2B 鄺樂瑤
3A 黃琬喬 3A 葉珊珊 3A 譚凱欣 3D 李樂瑜 4A 王芷君 5A 王采媛
5A 梁善婷 5A 梁逸然 5A 鄧沅廷 5A 黎淑君 5B 廖頌民 5C 楊曉恩
6A 司徒海茜
個人演講比賽良好獎：
1A 許詠詩 1D 鍾 聞 2B 李祉螢 2C 周泳茵 3A 李皓晴 3C 童思佳
3C 柯韻詩 5A 史穎淇 5A 賴柏穎 6A 何錦聖

第63 屆校際音樂節
高音牧童笛十三歲以下獨奏 冠軍 1C 唐英睿
古箏初級組 亞軍 2A 傅蔚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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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阮高級組 亞軍 5D 鄒明慧
中阮初級組 季軍 3B 胡菀彤
古箏深造組 季軍 6B 林欣霆
十四歲或以下外文混合聲 季軍 合唱團
1A 鄭曉彤 麥汝芊 葉彥宏 余浚滐
1B 候嘉豪 林世鍔 王寶鈴
1C 洪柏健 李思明 梁頌敏 鄧詠晴 謝君豪 董容容
1D 陳曉琳 陳洛珩 周卓穎 鍾 聞 黎頌天 雷雅慶 梁倩茵
吳婉瑜 吳蕊而 潘朗軒 尹瑜靖
2A 陳奕蓁 賴凱欣 李珞寧 杜思慧
2B 鄺樂瑤 陳施帆
2D 林樂頤 李芷菁 王韻儀
女聲中文十七歲以下獨唱 第四名 6B 莊玉琳
優異獎：
中樂小組合奏中學組 培僑中學合奏組
柳琴獨奏初級組 3A 余敏婷
中阮獨奏初級組 3A 余敏婷
鋼琴獨奏二級 1C 李上呈
鋼琴獨奏四級 1D 王創駿
鋼琴獨奏四級 5D 高詠怡
鋼琴獨奏五級 5A 胡光宇
鋼琴獨奏六級 5A 張浩文
鋼琴獨奏七級 4A 王小文
鋼琴獨奏八級 5B 廖頌民
鋼琴二重奏中級組 5D 顧慧君 5D 鄭慧姍
十三歲或以下外文女聲獨唱 2A 杜思慧（2B 盧旻琦鋼琴伴奏）
十三歲或以下外文女聲獨唱 2A 林鈺清
十三歲或以下外文女聲獨唱 2A 陳奕蓁
十三歲或以下外文女聲獨唱 2B 鄺樂瑤
十五歲或以下外文女聲獨唱 4B 麥詠雯
良好獎：
二胡獨奏中級組 4A 林卓然
琵琶獨奏中級組 4A 王小文
笙獨奏初級組 2A 莊皓程
柳琴獨奏初級組 3B 胡菀彤
笛獨奏中學中級組 3D 麥樂生
笛獨奏中學中級組 4B 張樂陶
中阮獨奏初級組 2A 陳可欣
中阮獨奏高級組 4B 薛玫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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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獨奏五級 2C 王芷諾
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高級組 5B 廖頌民
十七歲或以下外文女聲獨唱 5C 冼采螢（5B 廖頌民鋼琴伴奏）
十三歲或以下外文女聲獨唱 2D 王韻儀

學界越野錦標賽
男子乙組個人 第三名 3B 吳梓軒
女子丙組個人 第九名 2A 莊欣穎

學界田徑錦標賽
女丙 800m 亞軍 莊欣穎
第七名 董倩如
1500m 季軍 莊欣穎
4x400m 接力 第五名： 顏曉怡 李祉螢 莊欣穎 董倩如
女乙 400m 亞軍 何楚瑩
800m 殿軍 冼珮欣
第七名 胡睿珊
1500m 殿軍 冼珮欣
4x400m 接力 殿軍： 許善柔 冼珮欣 胡睿珊 何楚瑩
女甲 4x400m 接力 第七名 ：楊曉恩 李紫欣 譚佩瑩 袁卓瑩
男丙 400m 亞軍 梁本輝
800m 冠軍 梁本輝
第六名 梁文鑑
1500m 第七名 鍾泇灝
4x400m 接力 第五名 ：何君朗 梁文鑑 鍾泇灝 梁本輝
男乙 400m 第六名 陳澤峰
第七名 林駿濠
800m 季軍 吳梓軒
1500m 第八名 吳梓軒
4x400m 接力 殿軍： 陳澤鋒 吳梓軒 林駿濠 李樂文
男甲 800m 第八名 伍子橋
5000m 第八名 劉康文 第九名 曾浩仁

學界男子籃球錦標賽
乙組獲港島區第一組 季軍：

1D 郭俊言 2C 霍嘉俊 2D 楊俊武 3A 黃穎朗 3B 徐錫章 3C 劉瀚恒 3C 黃安信
3D 岑凱鋒 4A 潘民光 4C 張旭恒 4C 潘在逸 4D 黃匯祺 4D 羅振桀

學界男子足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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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獲港島區第三組 殿軍：
1D 郭俊言 2A 陳豪鋒 2B 姚俊 2C 霍嘉俊 2D 李各貴 3A 陳澤鋒 3A 彭彥翔
3B 吳梓軒 3C 黃安信 3D 吳為楠 4A 陳信宇 4C 張旭恒 4D 蔡溢 4D 黃匯祺

學界男子羽毛球錦標賽
乙組獲港島區第二組 團體季軍：
4B 陳添暘 4C 郭榮裕 4D 吳豪賢 4D 許民憲 3A 馬梓瑋 3D 詹曉暉 2B 丁冠中

學界游泳錦標賽
男子甲組 50m 蝶式 第8名 5A 伍子橋
男子丙組 團體第6名
200m 個人四式 殿軍 1D 黃文韜
100m 自由式 殿軍 1D 黃文韜
200m 個人四式 第6名 1A 鍾泇灝
50m 蛙式 第8名 1A 鍾泇灝
4 X 50m 自由式接力 季軍： 1D 黃文韜 1C 唐朝天 1A 鍾泇灝 2A 莊皓程
女子乙組 50m 自由式 第8名 4D 冼珮欣
女子丙組 50m 蛙式 第7名 2A 莊欣穎
100m 蛙式 第6名 2A 莊欣穎
50m 蝶式 第7名 1D 黃葆思

2010 沙田節半馬拉松暨聖誕繽紛跑
三公里女子組 第6名 4D 冼珮欣
三公里男子組 第7 名 3B 吳梓軒

2011 青少年耐力賽
學生男女子混合組 季軍：5A 伍子橋 5D 曾宇軒 4D 冼佩欣 2A 莊欣穎

第二屆速度攀登公開賽
男子少年B 組 亞軍 4C 陳司諾

屈臣氏集團2011 年度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D 鄧浩彥

2010 康體署及東區康體會羽毛球公開賽
男子青少年組MF 季軍 5A 王俊生

2010 年度 香港水陸兩項鐵人聯賽
1995 年女子組 個人獎季軍 4D 冼珮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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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女子組 個人獎殿軍 2A 莊欣穎
中學校際女子 團體亞軍：4D 冼珮欣 2A 莊欣穎 2C 吳倩瑤

2011 陸上兩項鐵人聯賽
女子1998 年C 組 個人季軍 1A 崔杰枝
女子中學B 組 團體季軍：2A 莊欣穎 2A 馮樂思 2A 陳可欣

2010 水陸兩項鐵人聯賽中學C 組
女子團體冠軍： 2A 馮樂思 2A 莊欣穎 4D 冼珮欣

2010 香港ITU 三項鐵人亞洲盃少年及繽紛賽
1995 年女子組 亞軍 4D 冼珮欣
女子組接力 冠軍： 2A 莊欣穎 3D 何楚瑩 4C 方 珺
女子組接力 亞軍： 1A 崔杰枝 1D 吳蕊而 2C 吳倩瑤

第二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畫
高中組 金獎 6A 戴 樂
得獎報告為《評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語常會與理大專上學院「香港任我行」推廣普通話計畫
「交通服務」範圍的最佳獎項
劇名 : 三世情緣之交通服務篇
導演 : 6B 李靜文
副導演 : 6B 李佳暉
主角 : (男) 5A 王宇昊 (女) 6B 李佳暉
演員 : 4A 吳嘉怡 4A 黃夢莎 4B 張樂陶 5C 魏子嵐
其他 : 5A 蔡秋瑩 5A 許振澤 5A 黎淑君

2011 全港青少年禁毒唱作大賽
積極參與獎 3A 全體同學
舊曲新詞創作組 亞軍 3A 李妙榆
舊曲新詞創作組 優異獎 3A 夏天心

2010-2011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金獎 2C 何鈿昊

第六屆大學文學獎
少年作家獎 7A 李舒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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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婦女健康大使總會書法比賽
中學組 冠軍 5A 蔡秋瑩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硬筆書法中學組 優異獎 6B 林 楊

2010 第37 屆青年文學獎
新詩初級組 亞軍 7A 吳綺瑩

第四屆香港學界素描比賽
中學高級組 優異獎 5C 魏子嵐

第三屆中國青少年（香港）才藝比賽
節目主持——普通話中學及公開組 亞軍 4A 王 珊
新聞主播——普通話高中及公開組 優異獎 6A 祝成功
二人節目主持——普通話中學及公開組 優異獎 2B 陳施凡 2B 張 蔚
二人合誦——普通話中學及公開組 優異獎 4A 張夢莎 4A 王 珊

第35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中學普英雙語演講比賽 季軍 6B 林 楊
西洋畫比賽中學組 優異獎 5C 葉文恩
全港青年演講比賽粵語或普通話公開組 優異獎 7B 馬 躍

2010--2011 年度東區十大傑出青年
5A 藍家達 5A 梁逸然 6B 林楊

第十一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高中組亞軍 : 王安琪
高中組第四名 : 李莎莎
高中組第五名 : 聶芷涵
晚會主持季軍 : 李莎莎
晚會主持第四名 : 王安琪

第十三屆全港中學生普通話演講比賽
優異星獎 : 張坤原
優 異 獎 : 陳靜思 王安琪
良 好 獎 : 洪夢穎 溫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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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任我行
演說優勝獎 : 李靜文
展 板 亞 軍 : 李靜文李寶怡 李佳暉 王宇昊 張樂陶 張夢莎 吳嘉怡

第六屆大學文學獎「少年作家獎」的比賽
7A 班李舒嬈以＜藏語＞獲得「少年作家獎」榮譽

成就與反思
關注主題一：加強學生品德及領袖素質的培養
成就
（1） 提升學生具備領袖素質的專業能力
 成功通過全民參與，選出學生會內閣，學生會會長由中四學生 (大部份內閣成員於中三時曾參加
「明日領袖培訓」) 擔任會長一職，表現稱職。一年來，通過學生會的大量活動，陶鑄出不少學
生領袖。
 成功舉辦「成長學習周」：中六南海黎族考察團、中四四川考察團、中三領袖訓練、中二勞動體
驗、中一軍訓。參與學生在國民教育、國情教育、領袖才能、紀律教育等方面有所認識和提高。
 成功為來年應考首屆新高中文憑試的中五學生舉辦「備戰新高中誓師營」。
 成功建立學長會、宿生會、學會、團隊、班級幹事平台。通過實踐鍛鍊，提升學生的領袖才能。
 社會服務團的服務重點除了放在「最佳老友培僑分社」外，今年擴展至為少數族裔提供服務。本
校學生並選為代表，出席在美國舉行的國際會議。
 成功舉行領袖高峰會議，由學生代表與校長及副校長進行午間「飯盒會議」
，會上分析學生現況，
並及時反映學生意見。
 各級均由級組長聯繫各班主任配合學校主題，通過班內、外活動，培養學生領袖素質。
 順利完成學長培訓，從培訓過程中觀察同學的能力和個性，並作為甄選學長，以開展學長會工作。
 成功舉辦多項如「明日之星領袖訓練」、
「學生長訓練」及「培僑之星」等領袖訓練計劃。
 成功舉辦「學橋計劃」，以高年級學生協助中一新同學適應學校生活，建立歸屬感。
 成功舉辦「培華計劃」，以協助新居港學生的適應學校生活。
 資訊科技教育組成功組織及培訓資訊科技小組。共 48 位學生(每班 2 人)參與資訊科技學生助理的
工作的培訓計劃，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於課室協助老師使用資訊科技進行教學活動，其中有 12 位學
生被挑選參加資訊科技學生支援小組，協助 IT 組管理電腦室的設備，並於午間協助學生使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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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功課。其他如物理科組均成立學生興趣小組，鼓勵同儕的互動。

（2） 提升學生學習態度及情意發展
 輔導組成功舉辦「自新計劃」，以增強學生責任感、提升學生自信、自尊。
 成功透過不同活動，如輔導學長培訓、籌辦領袖訓練營等培養學生溝通能加和組織能力。
 成功舉辦「性教育」
、「理財」、
「會考放榜前」、
「禁毒」
「減壓」、
「網上道德」等專題講座，以培
養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和建立和諧人際關係。
 成功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到校服務。

（3） 加強學生的群性發展
 各科組依期舉辦不同類型的講座、考察、參觀等活動；尤以配合辛亥革命百周年，舉辦的活動和
參與校際比賽等，對加強學生的群性發展，起積極作用。
 成功舉辦「升旗禮及國旗下的講話」比賽，選出「優秀演講員」、
「優秀講稿撰稿人」及「優秀表
現班級」獎。

（4） 提升學生學業的表現
 本校學生在中學會考的主要三科連續 12 年獲評 9 級增值，最佳六科連續 9 年獲評 9 級增值。
 中四級順利完成每月一次學習態度及學業成績評比，期末更選出全級及每班的最佳學業表現者及
最佳學習態度者各 2 人，並在全校早會舉行頒獎。
 成功安排「城大工商管理學院課程介紹」
、
「聯招面試須知」及「聯招選科輔導分享會」
、
「預科前
路講座」
、
「大學課程介紹」
、
「暨南大學考察」
、
「北師大浸會聯合學院考察」
、
「電視配音工作講座 」
及「中二生涯規劃工作坊」等講座、工作坊、考察活動。
 成功按原訂計劃，完成學校行政管理系統、公開試、校內統測及考試及學科測驗等工作。

反思
學校於本學年按已制定的「領袖素質發展計劃」藍圖，舉辦各類活動，效果良佳。而「成長學習周」
在上學年的經驗上進行，較第一次順利。其中中三的領袖紀律訓練更有意外的收穫，合作單位具轉
變學生思想的能力，令學生改變對感恩的觀念，亦能令他們反思個人的成長。因而引起中五級舉辦
誓師營的興趣 (成長學習周不包括中五級)。由於明年是學校創校 65 周年，自然會舉辦頗多的慶祝活
動，校方如能將慶祝活動結合學生領袖素質的培養，將是一個很好的機遇。然而，活動的增多，應
留意在某些方面略作出平衡。

回饋及跟進：
學校對品德教育和領袖素質的培養工作已開始形成一種推動模式，以及建立了傳統，問題是怎樣在
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在向前發展的前提下深化。有些活動，如學生會選舉和年度工作，經營多
年，已屬成熟型，我們將在創新和深化方面著力；其他如「成長學習周」
，尚算新生，需要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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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明年是 65 周年校慶的日子，學校決定暫停中二至中四的學習活動，只保留中一軍訓。為了更有效
的調撥資源，下學年將以「慶祝校慶 65 周年活動」作一關注事項處理。

關注主題二：配合新學制發展的與課程革新
成就
（1） 制定新高中課程發展計劃
 成功建立一套包括德、智、體、群、美各元素的全人發展高中課程。
 成功通過參加港大知識建構計劃，促進學生自學能力和高階思維的發展。
 已建立學生學習資料概覽系統 OLE 及校本計劃系統。
 成功籌備開設內地升大預備班，共 23 名學生修讀，另外 9 名學生報讀應用學習課程，新學年正式
開課。

（2）推動教育四個關鍵項目的發展
 成功在內聯網系統 eClass 的「教學資源庫」內儲存各科組的教學文件（如簡報、工作紙及測驗卷
等）。

 成功推出學校新網頁，及研究內聯網 eclass 系統升級和更新工作。
 成功在七樓英語閣、通識、數學、中文、普通話專用室添置設備，並在三樓地理室購置資訊科技
教學設備包括電腦和投影器。

 成功引進各科相關知識的網上學習系統，包括「教育城的 TV news」、「英文自學系統」及「網上
電子書平台」
。

（3）加強兩文三語及數學的教與學

 成功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聘請一名外籍英語教師以推動「戲劇英語」課程。
 通過英語增潤計劃，成功創造更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
 成功培訓兩隊中三英語戲劇，參加校際朗誦節相關比賽，並取得獎項。
 成功在中一及中六舉行暑期中加文化及英語增潤課程。
 在英文科課程設計中，加入外國文化的元素；又增加學科活動如英語「戲劇」、「拼音」、「詩歌」、
「短篇故事」等課程，以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成功在英文科推動自學英語課程，並提升閱讀風氣。
 成功進行英語跨科（經濟及商業、普通話及電腦）活動。
 英文科成功與不同教育機構和社區組織聯繫，增加學生學習英語的機會。
 每月成功舉辦英語活動，包括雙語校園、班際英文拼字比賽、中七級聯校口語練習、校際朗誦比
賽等。

 成功推行英語大使計劃。
 成功邀請 Island School 學生到校進行一星期的交流活動。
 成功推出 English Builder -- Online program，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
 中、英文科成功加強學生集體朗誦的訓練，組成 14 集誦隊伍，參加第 6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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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成功通過各樣語文活動來提升學生的品德及領袖素質的培養，其中包括大力推動學生參加
校際朗誦節比賽、全國作文大賽。同學均能在比賽中獲得不同的獎項，除增加其自信外，亦能擴
闊其眼界。

 成功在中一、二級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並取得實證果效。
 成功鼓勵學生參加多項普通話比賽，並獲多項獎項。
 成功以「學校發展津貼」增聘行政助理，以協助課程發展的行政工作。
 數學學會舉辦多次全校性的活動，如 IQ 擂台，另與其他科組組織問答比賽。
 數學科成功為中一至中五級學生成立數學拔尖班，將每年級最好的 5-10 人集中起來，利用放學時
間，由老師或外請導師負責指導，以提高學生的學業水平。

反思
回應新學制的發展，學校儘管有全盤計劃，但過程中出現的挑戰尚多。部分新高中學生對升學的前
景感憂慮，在課堂上的學習稍嫌被動，其成績稍遜者，或準備在新高中文憑試舉行前往外國讀書者，
對校本評核的積極性尚待改善。學校須在新學年探討可行的改善方法。

回饋及跟進：
為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學校須持續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教師通過互動，提問等刺激學生思考。
教務方面，亦當加強學生課業的管理，適當時接見學生及家長，故在人力資源上須予加強。

關注主題三：深化自評與問責文化
成就
（1） 建立教職員工考績制度
 已更新修訂《學校程序及實務手冊》，以作為自評與問責的重要文件。
 已推行自評與他評考職的制度，但仍須繼續完善。

（2） 改善與學校持分者的溝通渠道
 已將定期舉行的行政人員會議紀錄，上載學校內聯網，方便員工參考。
 學校已按計劃定期透過網頁報道學校最新發展情況。
 學校內聯網，提供工具如內聯郵件，討論欄，電子通告等，為老師、學生和家長之間的交流和溝
通提供一個新途徑。
 成功協助家長教師會推動會務並出版〈家長通訊〉。
 已在學校的網頁內上載校長及教師的電子郵箱，讓家長及學生直接留言或通訊。
 已在校友會建立更佳系統及常規的諮詢機制以收集校友的意見。
 各科均有教師間的觀課制度，以加強彼此的專業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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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及副校長已定期與學生領袖舉行會議，聽取改善校務的意見。

（3） 培訓教師，適當賦權，讓他們發揮所長
 成功舉辦多次教師專業培訓活動。
 校長室成員、科主任及教師完成全年觀課兩節的要求，並要求繳交觀課記錄表。

（4） 發展用作搜集及分析資料的工具和豐富有關資源
 已逐步發展蒐集資料的工具（如學校持分者的調查問卷、評估表格）
。
 資訊科技發展組使用教育局的「學校資訊科技教育自評系統」esda 平台進行學校每年度的包括全
校教職員、被挑選的學生及家長的自評工作，並處理及分析相關的自評資料。

（5） 讓學校持分者參與學校自評工作
 已循正式（問卷）及非正式（諮詢）渠道收集學校持分者的意見。
 定期召開學生領袖諮詢會議，收集學生意見，以評估學校的工作；全年共 3 次。
 每一個半月召開家長教師會會議，收集家長的意見，以評估學校的工作；全年共 6 次。

（6） 匯報評估數據，以加強工作透明度和問責性
 已不時在早會向學生匯報結果。
 校長在家長教師會議中向家長匯報結果。
 已經常在大堂壁報板及學校網頁上展示有關資料。

（7） 在策畫和決策時，參考及運用評估數據
 已製訂 11-12 年度〈學校周年校務計劃書〉
 已製訂 10-11 年度〈學校周年報告〉

反思
本學年在自評和問責的發展上，已有進步。但我校一向提倡自我完善，如兄弟般感情彼此互助的文
化，強行建立問責制度，可能未見其利，卻損害過去的校園文化。我們自知要發揮自評與問責精神
以使學校臻於完善，是一項漫長的、持續的工作。

回饋及跟進：
我校自評文化的營造尚屬起步階段，未來將依據校情作多方面而穩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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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
收入

港幣

支出

港幣

直資津貼

39,696,181.00

薪酬

35,778,322.00

學費

5,893,161.00

營運開支

86,726,56.00

獎學金/學費減免

-589,316.00

折舊

927,110.00

其他收入

1,248,943.00

盈餘/虧損：870,8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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